
註：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。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信 108 速偵 401 竊盜 國道七隊 陳○真 聲請簡易判決

信 108 速偵 402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張○勝 聲請簡易判決

信 108 速偵 403 不能安全駕駛 集集分局 陳○源 緩起訴處分

信 108 速偵 404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陳○濱 緩起訴處分

信 108 速偵 405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N○UYEN VAN NHO 緩起訴處分

信 108 速偵 406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張○憲 緩起訴處分

信 108 速偵 407 不能安全駕駛 竹山分局 林○昌 緩起訴處分

勇 108 速偵 396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三隊 陳○寬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08 速偵 397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雷○義 緩起訴處分

勇 108 速偵 398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三隊 林○正 緩起訴處分

勇 108 速偵 399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七隊 李○傑 聲請簡易判決

剛 108 偵 2769 個人資料保護 本○檢察官 洪○軒 不起訴處分

剛 108 偵 2769 個人資料保護 本○檢察官 張○傑 不起訴處分

剛 108 調偵 80 詐欺 南投地院 洪○軒 不起訴處分

剛 108 調偵 80 詐欺 南投地院 張○傑 不起訴處分

恭 108 速偵 400 家庭暴力防治 投縣信義分局 司○孝 聲請簡易判決

淑 108 偵 2754 不能安全駕駛、非駕業務傷害 埔里分局 潘○昇 聲請簡易判決．不起訴

淑 108 偵 2763 肇事逃逸、非駕業務傷害 埔里分局 陳○鋒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淑 108 偵 2834 兒少福利權益 草屯分局 林○龍 起訴

淑 108 偵 2959 家庭暴力防治 埔里分局 詹○忠 聲請簡易判決

淑 108 偵 3064 誣告 本○檢察官 吳○銘 不起訴處分

淑 108 撤緩偵 67 賭博 本○檢察官 程○修 不起訴處分

淑 108 調偵 114 妨害自由、詐欺 南投地院 鄧○仁 聲請簡易判決．不起訴

淑 108 調偵 114 詐欺 南投地院 張○瑜 不起訴處分

莊 108 偵 1859 非駕業務傷害 埔里分局 林○明 起訴

莊 108 偵 2297 對未成年性交 埔里分局 葉○釗 起訴

莊 108 偵 2649 傷害 竹山分局 李○彥 起訴

莊 108 偵 2649 傷害 竹山分局 沈○瑜 起訴

莊 108 偵 2649 傷害 竹山分局 許○笙 起訴



莊 108 偵 2649 傷害 竹山分局 陳○義 起訴

莊 108 偵 2781 搶奪 投縣信義分局 石○璋 不起訴處分

莊 108 偵 2815 妨害名譽、傷害 竹山分局 邱○枝 起訴．不起訴處分

莊 108 調偵 147 非駕業務傷害 南投市公所 彭○和 不起訴處分

慈 108 偵 1950 不能安全駕駛 草屯分局 李○龍 聲請簡易判決

慈 108 偵 2945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陳○聖 起訴

慈 108 偵 3015 不能安全駕駛 草屯分局 張○和 不起訴處分

義 107 偵 5583 偽造文書 三民二局 石○夆 不起訴處分

端 108 撤緩偵 53 不能安全駕駛 本○檢察官 周○蓁 聲請簡易判決

端 108 撤緩 132 毒品防制條例 本○執行科 林○億 撤銷緩起訴


